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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中，聚焦解决儿

童青少年体育发展问题。研究围绕儿童青少年个体、学校体育、家庭体育、社区体育4方面

编制了“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现状的学生问卷、家长问卷和教师问卷”，并在31个省份

开展调研，旨在全面审视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解决路径。研究表明：1）

运动技能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掌握1～2项运动技能”的目标基本实现；身体活动每天不足

60 min，周末久坐行为骤增；2）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整体开展情况有待提高，课外体育活动

内容单一，场地器材资源配置明显改善，但城乡优劣分化显著；3）家长体育素养发展薄弱，

家庭体育原生动力不足，陪伴行为缺失；4）社区体育活动中心缺乏，体育活动“零开展”普

遍，社区体育设施供需失衡，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器材匮乏。因此，梳理出儿童青少年体育

发展现存困境：1）底层基石不稳：缺乏运动成为儿童青少年生活常态；2）生态环境“固化”：

学校体育育人功能发挥不力；3）联动主体分散：家庭、学校、社区多元协同不足；4）长效机制

短缺：有效的评价与监控体系尚未形成。为扭转上述困局，提出如下纾解路径：1）溯本求

源：夯实思想基础，让体育回归生活；2）盘活思路：打造学校“以体育人”新生态；3）建设共同

体：加强家庭、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4）激活新动能：建立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动态化管理

与监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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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focuses on solving the develop‐

ment problems of children and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demand of“deepening compre‐

hensive reform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independently compiled the

“student questionnaire, parent questionnaire and teacher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around four aspect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chool sports, family sports and community sports, and carried out large-scale re‐

search in 31 province-level regions in China, aiming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sports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ic measures of“inte‐

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otor

skills was good, and the goal of“mastering 1 or 2 motor skills”was basically achieved; physi‐

cal activity is less than 60 min a day, and weekend sedentary behaviour has increased dramati‐

cally; 2)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is not satis‐

factory; the content of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is single; the allocation of site equipment

resources is fair, b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tiation are ob‐

vious; 3)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s’sports literacy is weak, and the primary motivation of

中国体育科技

2020 年（第56卷）第10期

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56, No.10, 29-35, 2020

文章编号：1002-9826（2020）10-0029-07

DOI：10. 16470/j. csst. 202016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
教育学重点课题（ALA150010）

第一作者简介：
孔琳（1988-），女，在读博士研究
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
体育健康促进、体育与健康课程
理论与实践，E-mail：konglin1988
best@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
汪晓赞（1972-），女，教授，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体
育与健康课程理论与实践、体育
教师教育，E-mail：xiaozanwang@
163.com。

作者单位：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2.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健康评价
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241；
3.青少年体育教育研究上海市社
会 科 学 创 新 研 究 基 地 ，上 海
200241；
4.上海高校“立德树人”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教育教学
研究基地，上海 200241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
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Health Assessment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
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
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 Research o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of Shanghai So‐
cial Science Innovation Research
Base, Shanghai 200241, China;
4. Research Base of Physical Edu‐
cation and Teaching in Shanghai
“LideShuren”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200241, China.

29



中国体育科技 2020年（第56卷）第10期

family sports is insufficient, lack of accompanying behaviors; 4) lack of community sports cen‐

ters and“zero development”of sports activities is common;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ies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children and youth lack of sports equipment. Based on the above re‐

search results, the existing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sorted out: 1) Unstable underlying foundation: lack of exercise has become a normal lif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2)“solidification”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educational func‐

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fully played; 3) decentralized linkage subjects: the diver‐

sified coordination among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is insufficient; 4) shortage of long-

term mechanism: Effective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has not been formed.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above difficulties,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1)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

nal source: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so that sports can return to life; 2) invigo‐

rate the idea: To create a new ecology of“educate students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3) com‐

munity building: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sports; 4) acti‐

vating new driving forces: Establishing a dynamic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 for chil‐

dren and adolescents sports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por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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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作出重大部署，吹响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进军

号角。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的要求中，聚焦解决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问

题。2020 年是全面实现教育综合改革目标任务的关键之

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

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

在解决青少年健康危机及促进青少年健康的多领域发

展。在此背景下，了解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实际现状，

多维度深入剖析当下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面临的瓶

颈问题，与时俱进、精准施策，既是对近年体育领域深入

贯彻实施教育综合改革总体要求的成果验收，也是新时

代全面落实“体教融合”新精神的应然之举，可谓意义

重大。

体教融合一体化战略体系旨在通过体育教育思想、

目标、资源、措施等多方面融合，促进青少年个体的全面

发展。体教融合的顺利推进，一方面强调体育、教育部门

的深度融合、通力协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家庭和社区的

大力支持和广泛参与。鉴于此，研究基于“了解发展现

状-立足现实问题-提出应对策略”的基本思路，以儿童

青少年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现状为着力点，从

儿童青少年生活的生态环境入手，围绕儿童青少年个体

发展、学校体育支持环境、家庭体育支持环境、社区体育

支持环境 4 方面，对此次调研现状进行了系统深入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梳理了体教融合背景下儿童青少年体育

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研对象为全国 31个省份①的小学 4年级至高中 3年

级学生及其家长、中小学体育教师，共回收学生问卷

137 060 份、家长问卷 251 340 份、教师问卷 20 822 份。经

过严格的筛选规则，剔除无效学生问卷 24 691 份、无效家

长问卷 24 448 份、无效教师问卷 2 206 份，最终纳入有效

学生问卷 112 369 份（有效率 82.3%）、有效家长问卷

226 892 份（有效率为 90.3%）、有效教师问卷 18 616 份（有

效率 89.4%），并建立了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现状调

研数据库。为保证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数据抽样时严格

遵循地域平衡、学段平衡、性别平衡的基本原则，依据

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与教育部公示的各个省市中小学生

性别、学段比例相关数据（国家统计局，2019），确定小学、

初中、高中对应的男、女生抽取人数，在总体数据库中进

行随机抽样，最终获取了学生问卷 37 282 份、家长问卷

54 997份、教师问卷 6 000份。

1.2 研究方法

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调研问卷包括中国儿童青少

年体育发展现状的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合卷以及教师问

卷。首先，通过查阅国内外已有文献资料和研究报告，并

在咨询体育教育领域相关高校专家以及中小学省、市级

教研员的基础上，梳理出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

现状的 4 个维度及其 11 项二级指标。其次，通过文献查

阅、专家咨询、焦点小组讨论的形式设计出各个维度对应

的问题条目，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对问卷的各个条目进

行审阅、修订和删减，最终确定学生问卷问题条目 57 项、

家长问卷问题条目 33 项、教师问卷问题条目 27 项。最

后，请 5 名中小学一线班主任教师和 3 名体育学科教研员

对专家修订稿的文字表述和语言表达进行修改，以符合

①纳入本研究的地区不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主要原因是

这3个地区的统计指标与纳入研究的31个省份有所区别，且样本数

据较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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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阅读能力，从而形成正式

问卷。问卷终稿形成后，聘请 20位高校学校体育专家、儿

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领域专家、省市级体育教学研究

员，从问卷结构、问卷内容、问卷整体 3 方面进行评分，学

生问卷、家长问卷和教师问卷得分分别为 93 分、95 分和

91 分。在问卷正式实施调研前，通过对 38 名学生及其家

长和体育老师进行相隔两周的重复调查，运用 SPSS 23.0

软 件 计 算 出 学 生 相 关 系 数（0.796）、家 长 相 关 系 数

（0.834）、教师相关系数（0.807）。采用克朗巴赫系数对问

卷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问卷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为

0.775～0.813，学生-家长问卷的 α系数为 0.821，教师问卷

的 α系数为 0.817，整体信效度良好。研究中通过梳理相

关文献以及广泛征询专家意见，从整个问卷中选取与体

教融合背景下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 4个维度、

9项二级指标以及 21项问题条目进行分析处理。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儿童青少年个体体育发展现状

2.1.1 运动技能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掌握 1～2 项运动技

能”的目标基本实现

运动技能是学生运动能力的重要体现，《意见》提出

要“遵循教育和体育规律，重视运动技能培养”。近年，随

着基础教育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让每位学生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已成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主要抓手。调研发现，96.6%的儿童青少年通过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学习至少能掌握 1 项运动技能，掌握 2 项及以

上运动技能的比例达到了 86.4%。由此可以看出，“12 年

体育课，一项运动技能都学不会”的局面得以有效扭转，

这可能与我国基础体育教育从小学低年级进行“运动项

目游戏”教学有关（殷荣宾 等，2018）。但由于目前大多数

体育教师对动作技能发展规律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以

致于未能及时关注儿童青少年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窗口

期，易将专项运动技能的学习关口提前。“青少年身体发

展模型”（Youth Physical Development Model，YPD）强调，

基本运动技能是学习任何专项运动技能的前提和基础

（Lloyd et al.，2012.）。因此，过早强调专项运动技能的学

习而忽视基本运动技能的发展，可能导致运动技能基础

不稳的现象，这也是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体育教育需要

特别注意的问题。

2.1.2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每天不足60 min，周末久坐行为

骤增

1978 年，扬州会议提出了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

时”的政策方针（刘海元，2010），2016年发布的《中国儿童

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也明确提出“每天 60分钟以上的中

高强度身体活动推荐量”（张云婷 等，2017）。然而调研数

据显示（图 1），在所有被调查的对象中，周一至周日自主

报告的身体活动时间均不足 60 min。学生周一至周六身

体活动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周六达到身体活动时长的最

高值，而从周六至周日开始出现缓慢下降态势。关于电

子屏幕使用时长的调查显示（图 1），学生周一至周五电子

屏幕时间基本保持在 40 min 左右，而在周末达到 70 min

左右。2019 年发布的一项关于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的调查

报告显示，看电视、电影是“00后”学生休息日参与最多的

休闲活动，七成以上的被调查者在周末期间每天看电视、

电影时间超过 1 h（张旭东 等，2017）。上述研究表明，我

国儿童青少年每日身体活动参与现状令人堪忧，而周末

时间更是成为久坐行为增加的“重灾区”。因此，在体教

融合背景下，促使学生以身体活动的方式代替诸如上网、

看电视等久坐形式进行休闲、减压，不仅能够有效减少学

生非学习类的电子屏幕时间，而且能够达到有效预防近

视、放松身心，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业成绩等一举多得

的目的，不失为体育与教育相融合的着力点之一。

2.2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学校支持环境现状

2.2.1 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整体开展情况有待提高

学校体育与健康课是贯彻落实“健康第一”指导思想

的主要途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质量是学校体育工作

的生命线。《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

准》）对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学时做了明确要求：小学 1

～2 年级每周 4 节课、小学 3～6 和初中 7～9 年级每周 3 节

课、高中每周 2 节课。《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明确指

出，要提高学校体育活动质量，其中包括提高体育与健康

课程教学质量。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者学会（Society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ors，SHAPE American）认为，“学

生的身体活动时间至少占教学时间的 50%”是优质体育

教育的基本要求之一（NASPE，2004）。但本次调查显示，

小学（4 年级以上）、初中、高中能够开足开齐体育与健康

课的比例分别为 50.0%、49.4% 和 87.9%，相对而言，高中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开设情况略好于义务教育阶段。课堂

教学质量方面，“在体育与健康课堂上能够进行 20 min 以

上的运动技能学习”的比例不足 40%；21.3% 的学生能在

课堂上进行 10 min 左右的体能练习。课堂体育教学是学

图1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整体时间分布（n=37 282）

Figure 1. Overall Time Distribu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r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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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接受体育知识、学习体育技能的主要阵地，是学生进行

课外锻炼和竞赛的基础环节。因此，开齐开足高质量的

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体育“学会、勤

练、常赛”一体化模式持续推进的基本保障。

2.2.2 课外体育活动“三件套”现象严重、内容单一

课外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

体育与健康课的延伸，是实现学校体育目的、完成学校体

育任务的重要手段之一（沈泉平 等，2020）。国家颁布的

多项政策文件均多次强调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并提

出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和意志品质、普及体育知

识和技能、培养体育兴趣爱好”。《意见》也强调，通过开展

校内与校际体育竞赛、组建学校运动队、设立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等途径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但本次调研显示，学

校体育活动开展的情况并不理想。首先表现在形式上的

陈旧与单一（图 2），在体育与健康课之外，学校组织的课

外活动内容比较陈旧，大多选择常规“三件套”——阳光

体育大课间、早操和体育活动课，开展体育俱乐部以及学

校体育训练队的比例均不到 10%。其次，作为学生参与

比例最高的大课间活动，依旧以广播操和跑操为主，分别

占 75.9% 和 74.5%。这也进一步表明，现阶段我国中小学

课外体育活动在组织形式、内容选择等方面仍缺乏创新

性和多样性。

2.2.3 场地器材资源配置情况尚可，但城乡优劣分化明显

体育场地器材是开展中小学体育教学和活动的重要

基础和保障，充足的体育场地设施与器材是实现素质教

育、提高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改善学生身心健康的关键

（季浏，2018）。《“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中将“确保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配置”作为其目标指

标之一。《课程标准》中也明确规定，学校应按照国家课程

实施的基本要求，结合本校的课程实施计划，根据教育部

制定的《中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国家学校体育卫

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建设和配备体育场地与器材。调

查显示，大多数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场地器材比较充足

或非常充足，占比为 60.1%，但仍有 11.6% 的学校场地器

材存在不太充足或不充足的情况。在城乡场地器材的配

比上，城市地区明显优于农村。其中，城市地区场地器材

比较充足和非常充足的占比共达到 63.8%，乡村为 55.2%；

城市地区场地器材不太充足和不充足的比例为 10.5%，乡

村为 13.1%，表明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进下，近年中小学

体育场地器材普遍有了较大的改善；场地器材的城乡差

异从侧面反映出资源分配不均、地域发展不平衡依然是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

如何加强体育资源开发整合、加大场地设施共享利用、兼

容建设，是保障体教融合有序推进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2.3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家庭支持环境发展现状

2.3.1 家长体育素养发展薄弱，家庭体育原生动力不足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中关于儿童发展的策略之一就是“为儿

童成长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其中包括良好的家庭体育

环境。家庭体育作为社会体育的基本单位，也是贯彻和

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新生点（张永保 等，2010）。

研究表明，如果父母双方都积极参与身体活动，其子女活

跃的机会将是其他孩子的 5.8 倍（Moore et al.，1991）。相

反，父母不爱运动，其子女自身不活跃的程度是其他孩子

的 6倍（Morris，2013）。Garriguet等（2017）的研究也证实，

父母的中等至大强度身体活动水平（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每增加 20 min，孩子的 MVPA 就

会增加 5～10min；父母久坐行为每增加 1 h，孩子的久坐

时间就会增加 8～15 min。因此，家庭体育的开展，较大

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自身的体育素养。然而，在对家长体育

素养（包括体育知识、运动兴趣、运动技能和运动参与 4个

方面）的调查发现，38.8% 的家长对于运动知识不太了解

或不了解；尽管近一半的家长认为自己对体育比较有兴

趣，但是七成以上的家长并未具备日常体育锻炼需要的

运动技能，绝大多数家长每周体育运动参与情况也不容

乐观（表 1）。显而易见，家长体育素养整体呈现出运动知

识匮乏、运动技能欠缺、运动参与不足的现状，直接从根

本上制约了家庭体育的开展。

2.3.2 家长的体育支持“言传”重于“身教”，陪伴行为缺失

父母的体育支持是儿童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强力引

擎。本研究从“主观支持”和“客观行为”两方面了解家长

对孩子的体育支持现状，其中“主观支持”主要包括“家长

对孩子体育学习的关注程度”“家长对孩子体育参与的鼓

励督促”；“客观行为”主要包括“家长陪伴孩子参与体育

活动”“家长为孩子创造体育活动环境”。调研显示，在主

观支持上，分别有 41.5% 和 25.1% 的家长能够密切关注和

积极鼓励督促孩子的运动参与；但在客观表率上，仅分别

有 23.3% 和 17.3% 的家长能够做好陪伴参与和创造环境，

家长的客观表率整体低于主观支持（图 3）。研究表明，父

母的情感支持和鼓励对孩子的体育活动水平有积极影响

（Cong et al.，2012），同时，父母与子女共同进行体育锻炼

图2 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内容形式调查统计（n=37 282）

Figure 2. The Form of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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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孩子的体育意识及行为显著优于不共同进行体

育锻炼的家庭（Eriksson et al.，2008）。可见，父母的言传

身教对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至

关重要。目前，体育运动对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

性已成为共识，绝大多数家长对于孩子参与体育运动持

积极态度并密切关注，但由于受到时间等因素制约，少有

家长能真正做到切实陪伴孩子共同运动，更未能主动创

设环境促进孩子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整体而言，家长

对于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支持较为匮乏，“言传重于

身教，陪伴行为缺失”的现状亟待改观。

2.4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社区支持环境现状

2.4.1 社区儿童体育活动中心缺乏，体育活动“零开展”普遍

社区是儿童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场所，在促进青少年

身体健康、体魄强健和承担青少年社会教育等方面起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舒宗礼，2016）。然而，国家层面扎实的

政策理论引领及丰富的活动实践组织亟待带动社区体育

工作的转折。一方面，社区儿童青少年活动中心建设情

况不容乐观。调查显示，近 75.0%的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建设整体情况不佳，仅有约 1/4 的被调查者认为社区体育

中心数量比较多或很多。另一方面，儿童青少年社区体

育活动组织情况有待改善。社区整体开展体育活动的频

率较低，近 70.0%的被调查者所在社区几乎从未举办过任

何体育活动；平均每月一次或更多的社区更是寥寥无几，

仅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1.6%。社区体育活动是儿童青少年

校外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体育活动中心是儿

童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托，二者缺一不可。

但根据目前的调研情况来看，无论是社区体育活动开展

还是社区体育活动中心建设，均呈现出供给乏力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保证儿童青少年校外一小时活动时间”的

政策要求也难以达到。

2.4.2 社区体育设施供需失衡，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器材匮乏

社区体育设施是社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游茂林

等，2017），是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美国

2016年颁布的《国民体力活动计划》强调，通过社区战略、

学校体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在社区中为公民参与

身体活动创造条件。在英国，公共体育服务成为社区必

备的服务，社区里建造了大量体育设施，使公民享受高度

参与体育的机会（王占坤，2017）。从社区儿童青少年体

育设施现状来看，84.6%的美国儿童青少年居住的社区至

少拥有 1 个适合他们的健身场所（Dentro et al.，2014），

85% 的澳大利亚儿童青少年及其父母认为，其所在社区

体育环境有适宜的健身场所并可满足参与体育的需求

（Reilly et al.，2014）。在我国，社区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

发展尚待完备，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

过 15 m2的配置，目前我国人均 1.66 m2的体育场地面积明

显不足。调研发现，社区体育设施非常便利和比较便利

的比例不足五成。为了满足儿童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需

求，家长普遍认为社区体育环境建设是社区发展主要抓

手，主要包括“增加适合儿童的运动器材”（21.5%）、“组织

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18.3%）、“改善现有的运动场

地”（17.8%）等方面。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不均衡、不充分

的社区体育设施配置与儿童青少年日益增长的健身生活

需求正逐渐成为社区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

3 体教融合背景下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现实困境

3.1 底层基石不稳：缺乏运动成为儿童青少年生活常态

通过本次针对儿童青少年个体体育发展方面的调研

表1 家长体育素养整体发展水平

Table 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Parents’Sports Literacy n=54 997

发展程度

非常好

比较好

一般

不太好

不好

总计

体育知识

数量/n

4 524

11 136

18 068

15 649

5 620

54 997

百分比/%

8.2

20.2

32.8

28.5

10.3

100.0

运动兴趣

数量/n

8 813

17 085

24 988

3 062

1 049

54 997

百分比/%

16.0

31.1

45.4

5.6

1.9

100.0

运动技能

数量/n

3 722

8 962

23 421

12 528

6 364

54 997

百分比/%

6.8

16.3

42.6

22.8

11.5

100.0

运动参与

数量/n

6 550

20 115

16 718

7 799

3 815

54 997

百分比/%

12.0

36.5

30.4

14.2

6.9

100.0

图3 家长对孩子体育参与的支持态度与支持行为趋势对比

（n=54 997）

Figure 3. Comparison of Parents’s Support Attitudes and

Supportive Behaviors towards Children’s Sport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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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低下、久坐行为严

重。Olshansky等（2005）关于身体活动趋势的系统评价表

明，当前时代的青少年可能会出现寿命短于父代的情况。

Morris（2013）的研究显示，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因缺乏身

体活动所导致的医疗支出将会增加 450% 以上。如果任

由目前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继续延续，则意

味着在未来几十年里，国家仍然面临着国民身体活动不

足所带来的各种健康威胁以及潜在的经济损失。体教融

合立足于促进儿童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旨在培

养肩负使命、勇挑重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

此，解决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提升儿童青少

年的体力与活力，将会是体教融合背景下儿童青少年体

育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3.2 生态环境“固化”：学校体育育人功能发挥不力

调研显示，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课率不足、整体课程质

量不尽人意，学校课外活动开展形式单一、内容陈旧等问

题的存在，反映出学校体育教育未达到提高学生运动能

力、养成健康行为、培养体育品德的课程目标，同时也未

能实现其立德树人、激发兴趣、形成运动爱好和强身健体

等功能价值。“体教融合”的提出，赋予了学校体育功能价

值的新内涵和新使命，同时也对新时期学校体育提出了

新要求和新挑战。因此，学校体育应树立多元开放融合

的发展理念，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

顺利推进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

3.3 联动主体分散：家庭、学校、社区多元协同不足

从儿童青少年所处的体育环境来看，家庭、社区和学

校营造的体育环境是儿童青少年接受完整体育教育的三

大重要场域，共同承担着以体育方式促进儿童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责任与使命（舒宗礼，2016）。从体教融合的实

施层面来看，学校是落实体教融合的中坚力量，家庭和社

区是推进体教融合有效实施的重要力量支撑。“体教融

合”的开展，应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学校、家庭、社区、

社会的多元联动机制，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调

研显示，家庭体育环境方面，更多家长对于儿童青少年体

育活动的支持只是停留在意识和认知层面；社区体育开

展情况方面，无论是社区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还

是社区儿童体育资源的配置，都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因

此，校外体育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学校、家庭、社区联动

的一体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也必将影响体教融合的有

序推进。

3.4 长效机制短缺：有效的评价与监控体系尚未形成

评价与监控是开展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重要

部分，也是有效推进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

障之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易被忽视。一方面，学生校外

体育参与缺乏监控与评价，学生在校期间养成的运动习

惯会因周末中断，进而导致学校体育在促进儿童青少年

体育发展方面的作用被削减。另一方面，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康发展政策的监管与评价体系的缺失也致使政策执

行效力低下。体教融合是新时代国家解决儿童青少年体

育健康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应不断完善政策执行的评

价与监控体系保证政策效力。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已开始渗透进医疗、教育、经济、

科技等各方面。在数字化信息技术发展浪潮下，儿童青

少年体育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加强与现代多媒体技术

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康监测与政策评估的智能化服务平

台，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全方位的精准服务。

4 体教融合背景下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问题纾解

4.1 溯本求源：夯实思想基础，让体育回归生活

“体教融合”的提出，是体育回归教育的价值体现，同

时也是追溯体育本源的观念转变。近 30 年，在全球化高

速成长时期，全球体育都在沿着娱乐化、商业化的路径快

速发展。体育作为公民权利、公共产品以及体育应有的

人文关怀越来越不受重视（鲍明晓，2020）。本研究中儿

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与久坐行为严重只是科学进步与

经济发展对日常体育活动巨大冲击的表象之一，实则反

映出体育活动与日常生活、生命本源的脱离。体教融合

要以教育为先导，举全员之力量，发挥“体育在场”的功

能，达成全体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目标。因此，应从根本上

树立主动健康的生活观念，将体育活动内化为人们健康

生活的基本主观需求。

4.2 盘活思路：打造学校“以体育人”新生态

体教融合的核心是面向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学校体

育首先要坚持“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现代体育观念，

发挥体育“五育之首”的教育价值，以此实现“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从而回应当下“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在实施路径上，学

校体育要遵循“教会、勤练、常赛”的系统化模式有序推

进。一方面要强调发挥体育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通

过提供高质量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促使全体学生的全员

参与；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融合“人文素养”“文化知识”

“科学精神”“智力发展”“思维创新”“社会适应”“品格完

善”等功能内涵的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作业、课余体

育训练，深入挖掘体育运动的科学内涵及育人价值，为学

生创造体育活动的机会；同时，还应通过面向全员的体育

竞赛体系培养学生“集体主义、顽强拼搏、责任担当、遵守

规则”等优良品质，打通国民教育体系通道。

4.3 建设共同体：加强家庭、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

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主体的协同配合以及资源

的多元整合是体教融合的重要方面之一。落实体教融合

是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的共同责任，但目前资源配置不

均等问题导致的家庭体育参与不足、校外体育开展乏力，

严重制约了一体化社会体育支持环境的建设。因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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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融合的首要突破点就是激发社会全员参与，形成儿童

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合力。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多元主体

联动已逐渐成为开展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的重要

途径。

4.4 激活新动能：建立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动态化管理与

监控体系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建立系统、规范、动态的儿童青

少年体育健康监测管理体系意义重大。Althoff 等（2017）

利用内置加速度计的智能手机对全球 111 个国家（地区）

717 527人 6 800万天的体育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对

于了解全球身体活动水平、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政策、改善

身体活动支持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我国在智能

化健康监测与反馈方面鲜见针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的

监测数据，甚至难以达到制定《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

指南》的循证要求（方慧，2018）。因此，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建立对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管理与服务平台，既是教

育信息化时代儿童青少年体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也

是建设体教融合保障机制的必要内容之一。

5 结语

体教融合的提出，是新时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下

体育、教育协同治理体系以及双向驱动机制不断完善与

发展的重要体现，旨在更全面地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归根结底需要解决“为什么需要融

合”“需要融合什么”“融合需要什么”“需要怎么融合”等

关键性现实问题。本研究聚焦儿童青少年个体体育发展

现状，通过全面调研和深入分析，发现儿童青少年身体活

动不足且久坐行为严重、学校体育育人功能发挥不力、家

庭体育原生动力不足、社区体育发展薄弱、校外体育开展

不足等问题，是体教融合落地实施面临的瓶颈问题。为

了破解上述困境，可通过倡导体育回归生活、加强学校

“以体育人”功能、建设家庭-学校-社区体育共同体、建

立儿童青少年体育发展动态化管理与监控体系等途径，

开创学校体育深化改革与全面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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